
敬请参阅末页重要声明及评级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研究报告 

家用电器 
行业研究/行业专题 

主要观点： 
随着集成灶关注度提升，关于集成灶产品性能表现、同质化竞争、未来

发展趋势等争议较大。我们特此梳理约 150 个集成灶+传统烟灶产品型

号的各项参数，进行对比分析，研究集成灶与传统烟灶性能参数差异、

不同品牌不同价位集成灶性能参数差异；并对四大集成灶龙头的销量、

平均单台成本（直接材料/直接人工/制造费用）、平均单台出厂价、零售

价（线上/线下）进行拆分分析，研究集成灶的规模效应、产品溢价、价

格竞争趋势等。 

150 个产品参数分析：集成灶与传统烟灶参数相近，龙头品牌更加注重

全面发展 

整体来看，集成灶与传统烟灶参数表现相近，但由于产品构造差别较大，

较难完全从参数判断其性能表现。关于集成灶的各品牌对比，龙头品牌

更加注重全面发展，通过更优的工业设计为消费者带来优质用户体验，

各参数表现基本没有短板，对技术水平要求较高。而定价较低的其他品

牌，则会通过提升某个单项性能参数作为宣传亮点，但在其他方面或有

所牺牲。 

成本与价格拆解：规模效应显著，产品结构升级助力价格提升 

我们对集成灶龙头企业的成本和价格进行了拆分分析，发现各企业的生

产工艺流程和原材料差异较小，而规模效应显著，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

具有明显成本优势。此外，随着产品结构升级，各品牌均价均有提升趋

势。 

投资建议 

我们持续推荐关注受益地产竣工回暖的厨电板块，建议关注厨电龙头、

工程渠道龙头老板电器，和受益集成灶渗透率提升的集成灶龙头浙江美

大。我们认为，在地产竣工增长、农村厨电保有量提升、集成灶渗透率

提升的因素下，集成灶行业销量在未来三年有望维持 30%以上的增速。

浙江美大作为集成灶龙头企业规模优势显著，集成灶品类毛利率高达

57%，高于其他集成灶龙头企业，随着集成灶规模扩张，各集成灶龙头企

业成本或有望进一步降低，而产品结构升级也有望带来均价的提升。  

风险提示 

集成灶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风险；集成灶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战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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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 

随着集成灶关注度提升，关于集成灶产品性能表现、同质化竞争、未来发展趋势等争

议较大。我们特此梳理约 150 个集成灶+传统烟灶产品型号的各项参数，进行对比分

析，研究集成灶与传统烟灶性能参数差异、不同品牌不同价位集成灶性能参数差异；

并对四大集成灶龙头的销量、平均单台成本（直接材料/直接人工/制造费用）、平均单

台出厂价、零售价（线上/线下）进行拆分分析，研究集成灶的规模效应、产品溢价、

价格竞争趋势等。 

 

1. 150个产品参数分析：集成灶与传统烟灶参

数相近，龙头品牌更加注重全面发展 

 

本章通过对比分析发现，油烟机方面，集成灶的参数表现略弱于传统油烟机，但集成

灶通过全新、颠覆式的结构达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效果；燃气灶方面，集成灶与传统

燃气灶参数表现相近。整体来看，集成灶与传统烟灶参数表现相近，但由于产品构造

差别较大，较难完全从参数判断其性能表现。 

 

关于集成灶的各品牌对比，我们研究发现，龙头品牌更加注重全面发展，通过更优的

工业设计为消费者带来优质用户体验，各参数表现基本没有短板，对技术水平要求较

高。而定价较低的其他品牌，则会通过提升某个单项性能参数作为宣传亮点，但在其

他方面或有所牺牲。 

 

样本选取说明： 

本章选取约 150 个集成灶+传统烟灶产品型号进行详细分析，主要信息来源为公司官

网、招股书、中关村在线、苏宁易购等，并选择各品牌中具备较强代表性的型号进行

对比分析并展示。分析存在样本偏差风险。 

 

 

1.1 油烟机：集成灶参数略弱于传统油烟机，优势在于全新
的结构 

 

油烟机的功效主要在于“吸”和“排”，“吸”的能力取决于排风量，“排”的能力

在于风压，其他主要参数包括电机功率和噪音。 

 

整体而言，集成灶和传统油烟机的对比来看，传统油烟机的各参数表现略优于集成灶，

但集成灶的优势在于用全新、颠覆式的结构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功效，例如通过更靠

近灶台的吸风口实现更强的吸油烟能力、通过远离人头部的噪声源实现更优的噪音体

验，因此难以通过参数来辨别集成灶和传统油烟机的性能表现。 

 

集成灶中各品牌的参数对比来看，定价更高的龙头企业致力于通过更加合理的工业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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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等实现全方位的优质用户体验，对研发能力要求更高，而定价较低的其他品牌则将

大排风量等参数作为宣传点，牺牲了噪声、电机功率等其他方面的用户体验。 

 

 

 

图表 1 集成灶品牌油烟机相关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图表 2 传统厨电品牌品牌油烟机相关参数对比 

 
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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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1 风压：各家表现相近 

 

油烟机的风压是指其排风量达到 7m³/min 时的静压值（物体在静止或匀速移动时所受

压强），单位 Pa。静压值越大，油烟机的抗倒风能力越强，即在排烟管当中不容易出现

油烟倒窜的情况，向外排烟的效果也就更好。最大静压值决定了油烟机可以连接排风

管的最大长度，如果烟机位置距离排烟管和公共烟道距离较长，或地处楼层较高时，

则需要较大的风压，以防止油烟倒灌。目前市场上的油烟机最大静压值多在 300Pa 或

以上，较为合适。 

 

从对比数据来看，不同品牌标注最大静压值和风压值的情况不一样，整体来看，基本

均在 350-450Pa的水平，美大和帅丰略高于其他集成灶品牌，集成灶品牌和传统厨电品

牌差异不大。这表明，在风压这一参数上，各龙头品牌表现相仿，已较为成熟。 

 

 

 

1.1.2 排风量：龙头更注重整体体验 

 

排风量是指油烟机工作时单位时间内的排风量，单位m³/min。排风量越大，越能快速

将厨房内大量的油烟排干净。但是，排风量并非越大越好，排风量过大会带走过多热

量，影响燃气灶工作时的正常发热量。目前市场上的排风量主要分为：＜14m³/min、

14-15m³/min、15-16m³/min、＞17m³/min。 

 

排风量的选择与厨房面积、做饭习惯、楼层密切相关。10平方米以下的开放式厨房或

3~9 平方米的封闭式厨房，适用 15m³/min 左右排风量的油烟机，10 平方米以上的开

放式厨房适用＞17m³/min 排风量的油烟机。做饭频率高、做饭风格重油烟的适用更高

排风量的油烟机。楼层高、公共烟道距离长的适用更高排风量的油烟机，以避免油烟

倒灌串味。 

 

从对比数据来看，传统品牌的排风量显著高于集成灶。但考虑到油烟快速散发的特性，

图表 3 各品牌风压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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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风口的位置同样重要，集成灶以及侧吸式油烟机的吸烟口本身离灶台很近，可以以

更小的排风量实现同等甚至更优的效果。结合厨房面积考虑，也更加符合集成灶的集

成化省空间、适用于小面积厨房的特点。 

 

在集成灶的品牌对比中，美的和火星人略高于美大和帅丰，作为对照的低端集成灶品

牌排风量参数显著较高。关于集成灶排风量是否越高越好，各家说法不一，例如，美

大认为排风量并非越大越好，大风量会造成电功率加大、噪音加大、耗电量加大、电

机寿命缩短等问题，因此美大在宣传中表示“经过专业测量器测量、经过严苛的实验

数据分析，将机器达到更好的吸烟效果"。而其他品牌则偏好用大风量作为宣传方式之

一。 

 

 

 

1.1.3 电机功率：与排风量并非正相关 

 

理论上讲，油烟机吸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电机的功率大小，电机功率越大，吸力越大。 

 

从对比数据来看，集成灶的电机功率平均高于传统品牌，其中，华帝略高于以大吸力

著称的老板电器，美的和火星人略高于美大和帅丰。电机功率参数与风压和排风量并

无明显正相关关系，因此我们认为，电机功率并非决定油烟机功效的唯一决定因素，

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可实现以更低的电机功率实现更强的吸力。 

  

图表 4 各品牌排风量参数对比 

 
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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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1.4 噪音：龙头表现更优 

 

噪音指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，集成灶以最高档转速运转的音量。噪音是衡量集成

灶环保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，国家规定该指标值不大于 74dB。 

 

从对比数据来看，龙头品牌的噪音表现均远低于国家规定值，表现较好。其中，集成

灶的噪音整体略高于传统油烟机。不过，传统油烟机工作处于人耳朵的位置，集成灶

下排风的设计取消了置于人体头部的噪声源，从体感上来说，集成灶表现或不输甚至

优于传统油烟机。集成灶来看，美大、火星人、帅丰的表现优于美的、亿田及其他品

牌，表明龙头品牌更加注重通过降低噪音等改善整体用户体验，而非单纯追逐更高的

排风量、风压等参数。 

  

图表 5 各品牌电机功率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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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燃气灶：集成灶与传统燃气灶参数表现相近 
 

燃气灶是集成灶的核心部件，“火力猛”、“安全”、“省燃气”是消费者最关心的

三个方面。火力取决于灶具的热流量/热负荷和能效等级，安全性取决于熄火保护装置，

省煤气取决于能效等级。而灶具的进风方式又对这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。 

 

整体来看，集成灶和传统燃气灶在燃气灶参数方面差异较小。 

 

集成灶中各品牌的参数对比来看，龙头企业各参数整体水平较高，将产品的安全性放

在第一位，同时致力于利用自身技术优势、更加合理的工业设计实现用户更加优质的

体验，对厂家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要求较高。定价较低的其他品牌将大火力等参数作

为宣传点，而其他方面或存在一定弱势。 

  

图表 6 各品牌噪音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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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表 7 集成灶品牌燃气灶相关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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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1 热流量/热负荷：基本均达到“黄金火力” 

 

热负荷也称作“热流量”，指灶具在单位时间内所释放的热量，是衡量火力大小的重

要参数。目前市场上燃气灶的热流量主要分为：3KW-3.8KW、3.8KW-4.0Kw、4.0Kw以

上。通常，大火力比较适合中国人爆炒烹饪的习惯，选择热流量为 3.8KW-4.0Kw的较

为合适，4.0KW以上则属于黄金火力。 

 

从对比数据来看，集成灶和传统品牌的额定热流量都在 4.0kW-5.0kW 区间，多数是

4.0kW-4.2kW，都属于“黄金火力”水平，差异较小。可以满足中国人多样化的烹饪需

求。 

 

在集成灶的品牌对比中，帅丰和亿田略高于美大和火星人，定价较低的其他品牌热流

量参数显著较高。额定热流量并不是越高越好，过高的热流量意味着集成灶使用过程

中消耗更多的燃气，带来更高的使用成本。龙头集成灶品牌在燃烧技术上拥有较大优

势，致力于通过较低的热负荷满足同样的烹饪需求。根据美大官网，美大在国内首创

涡轮增压高效燃烧器技术和涡轮增压高效聚能集成灶具，形成较大行业壁垒，拥有较

大竞争优势，其他定价较低的集成灶品牌设定较高的热流量作为宣传亮点，或牺牲其

他方面的用户体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表 8 燃气灶品牌燃气灶相关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①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
②图中空白参数为产品宣传页未标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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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2 能效：多数达到一级 

 

燃气灶的火力应当综合考虑热流量和热效率，热效率与能效等级密切相关。在拥有足

够的热流量的前提下，有合适的空燃配比（即燃气和空气预混做得好），燃烧才会越充

分，产生较高的热效率，形成较好的火力。火力好的表现为，火焰为蓝色，无红色或

黄色火焰出现，且大火包覆着锅，不向四处乱窜。同时，热效率高的燃气灶废气排放

量低，环保性能高，燃烧无异味。空燃配比是燃气灶最难的核心技术之一。例如，根

据厨电资讯网，优质的燃气灶参数一般为：热流量在 4.5KW左右，热效率在 60%，能

效等级达到 1级能效。 

 

《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(GB30720-2014)对各类燃气灶具的热效率都设

定了能效限定值，并将家用燃气灶具能效等级分为三级，达到一、二级能效的产品为

节能产品，而达不到三级要求的产品不允许出厂。 

 

 

 

 

 

 

图表 9 各品牌额定热流量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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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体来看，大部分集成灶产品可达到一级能效标准，少部分属于二级能效。这表明，

在能效这一参数上，集成灶各品牌表现相仿，已较为成熟。据美大集成灶官方产品介

绍，美大集成灶部分产品热效率能够达到 61%，远高于一级能效标准 59%。 

 

 

 

1.2.3 熄保装置：仅美大均为离子感应 

 

燃气灶熄火保护装置的主要作用是，在燃气灶未工作状态下，或燃气在使用过程中中

途意外熄火时，关闭燃气通道，以避免燃气泄漏意外事故。根据工作原理，主要包括

热敏式、热电偶式、离子感应式三种。其中，热电偶式应用最广泛，发展较为成熟。

离子感应式较为先进，主要应用于高端灶具。 

 

 

图表 10 我国热效率标准划分 

 
资料来源：《家用燃气灶具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》，华安证券研究所 

图表 11 集成灶品牌能效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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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基本所有燃气灶基本都有熄保装置，从集成灶品牌来看，仅美大产品均采用离子

感应熄保装置，其他集成灶品牌多数采用热电偶感应熄保装置。离子感应熄保装置相

对于热电偶熄保装置更加敏感，因此安全性更高，同时也对集成灶生产厂家技术水平

有更高的要求。 

 

 

 

图表 12 燃气灶熄保装置分类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图表 13 各品牌熄保装置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①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
②传统燃气灶品牌产品宣传页暂未说明具体熄保装置方式参数，在此不作具体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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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.4 进风方式：各有不同 

 

进风方式是指空气进入燃气灶的方式。灶具燃烧需要燃气和空气的合理混合。进风充

足则灶头燃烧充分，火力旺盛，进风不足可能会带来氧气不足，一氧化碳超标等隐患。

按灶具解决燃烧所需二次空气的方式，分为下进风、上进风、上下进风三种方式。其

中，上下进风最优，上进风次之。 

 

 

整体来看，大多数龙头品牌采用上下进风方式，美大集成灶出于整体设计考虑，采用

上进风方式，效果或弱于其他品牌。但从上文热效率参数来看，美大热效率并未受到

影响。 

 

图表 14 燃气灶进风方式及其特点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图表 15 各品牌进风方式参数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华安证券研究所整理 

注：传统厨电价格多为烟灶套装价格，由于比集成灶少一个消毒柜/蒸箱/蒸烤箱，价格较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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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其他：工艺、材质、服务等同样为产品重要关注点 
 

除了上述具体参数，工艺、材质、服务等同样为厨电产品的重要关注点，但由于研究

方法所限，在此无法量化进行分析。我们认为，龙头品牌的优质工艺与质量把控能力、

更高成本的选材、深耕渠道布局带来的优质服务能力，是决定其龙头地位的重要优势

和壁垒。 

 

和所有的工业产品一样，集成灶的选购也首先需要看整体产品的工业工艺技术，例如

面板和外部结构所选的材料，目前多数集成灶的灶面选用钢化玻璃，外部结构仍以不

锈钢为主。关于玻璃面板，优质产品会注重在面板下加防爆板的燃气炉具，以防钢化

玻璃受热不均导致爆裂。关于不锈钢，选材如采用含镍、钼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的优

质不锈钢材质，如 304 不锈钢、316 不锈钢等，则意味着更优、更坚实耐用的产品品

质。 

 

 

2. 成本与价格拆解：规模效应显著，产品结构

升级助力价格提升 
 

我们对集成灶龙头企业的成本和价格进行了拆分分析，发现各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和

原材料差异较小，而规模效应显著，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具有明显成本优势。此外，

随着产品结构升级，各品牌均价均有提升趋势。 

 

 

2.1成本拆解：规模效应显著 
 

首先从制造端来讲，我们对比分析了四家集成灶龙头企业和老板电器、华帝股份的生

产工艺流程，发现相似度非常高，可概况如下图所示。从主要原材料来看，相似度也

非常高，均为板材（不锈钢、冷轧板等）、电器类组件（电源板、控制板等）、燃气类

零部件（燃烧器、聚能盘、阀体等）、电机类、玻璃类等等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，厨电

产品在生产工艺和原材料方面差异较小。 

 

 

从平均单台成本来看，集成灶的规模效应对成本影响十分显著，美大年销量约 40 万

台，显著高于其他三家（约 15 万台），从而美大的平均单台成本也显著低于其他三家

龙头企业，仅约 1600 元/台，火星、帅丰、亿田的平均单台成本分别约 2700、1900、

2400元/台，从时间序列来看，火星人、亿田、帅丰在产品升级、扩产转固的影响下平

图表 16 大厨电生产工艺流程 

 
资料来源：浙江美大/火星人/帅丰/亿田/老板电器/华帝招股书，华安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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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成本持续上升，美大由于规模优势维持较低水平。 

 

具体拆分来看，规模优势的作用更多体现在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成本，美大显著低于

其他三家企业。随着自动化水平提升，美大和火星人的平均直接人工成本有所下降。

制造费用方面，火星人 2019 年智能产业园完工转固导致制造费用大幅提升，美大于

2019年底完工的 110万台新产线转固也将导致 2020年制造费用提升，但美大成本优势

依然非常显著。而直接材料成本则与产品选材、品质相关，虽然批量采购也将获得更

强议价能力，但规模效应相对较小。 

 

 

随着集成灶渗透率提升、销量增加，各龙头企业均有产能扩张计划。我们认为，随着

各企业产能扩张，规模效应有望为其带来成本进一步下降。 

 

 

 

2.2 价格分析：产品结构升级带来均价提升 
 

从出货单价来看，四家差异较小，成本不同导致其毛利率有所差异，美大、火星人、

帅丰、亿田的集成灶毛利率分别约为 57%、55%、50%、40%。 

 

但不同渠道模式差异会导致出货毛利率差异，因此从终端零售价进一步分析。 

 

图表 17 集成灶龙头企业平均单台成本拆分（仅限集成灶品类） 

 
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，华安证券研究所 

图表 18 集成灶行业龙头均有产能扩张计划 

 
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，招股说明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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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苏宁易购代表线上价格，中关村在线代表线下价格，集成灶的线上占比较低，且多

数品牌会有电商专供款，因此我们认为线下情况更具有参考性。从苏宁易购价格来看，

四家价格差异很小，火星人和帅丰略低；从中关村在线价格来看，四家价格差异较为

明显，消毒柜款和蒸箱款是相对成熟的款式，美大和火星人价格显著高于帅丰和亿田，

蒸烤一体款是新品，标价多为建议零售价、参考性有限，但可以看出，亿田有产品结

构升级的趋势。可以得出的结论是，美大和火星人的高端定位明显，但随着产品升级，

四家龙头价差逐渐缩小，且均持续提价。 

 

我们认为，随着集成灶的消费者认知增强、渗透率提升，产品优质、功能丰富的产品

将更加受欢迎，消费者对于大厨电这类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，而更加看

重产品功能和产品品质，或可应对部分由竞争激烈所导致的价格战。 

 

 

  

图表 19 集成灶龙头企业平均价格对比 

 
资料来源：资料来源：公司公告，华安证券研究所 

注：①零售价均选取 2019下半年以后上市新品，选择参数性能相仿产品进行对比；②中关村在线多为经销商报价，以原价为

主，实际到手价或有一定折扣，例如，美大蒸烤一体款（飞歌和 A6）原价 2.4万，折后价约为 1.2~1.6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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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投资建议 
 

通过对产品参数进行分析，我们发现，厨电产品各品牌在重点参数方面已发展较为成

熟，参数表现差异较小，龙头品牌的优势在于通过更优的工业设计、产品质量控制为

消费者带来全方位的优质体验。通过对成本与价格进行拆解分析，我们发现，厨电各

龙头企业的生产工艺相近，而规模效应显著，且产品结构的升级持续为各企业带来提

价能力，消费者对于大厨电这类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敏感度相对较低，或可应对部分由

竞争激烈所导致的可能发生的价格战。 

 

我们持续推荐关注受益地产竣工回暖的厨电板块，推荐关注厨电龙头、工程渠道龙头

老板电器，和受益集成灶渗透率提升的集成灶龙头浙江美大。我们认为，在地产竣工

增长、农村厨电保有量提升、集成灶渗透率提升的因素下，集成灶行业销量在未来三

年有望维持 30%以上的增速。浙江美大作为集成灶龙头企业规模优势显著，集成灶品

类毛利率高达 57%，高于其他集成灶龙头企业，随着集成灶规模扩张，各集成灶龙头

企业成本或有望进一步降低，而产品结构升级也有望带来均价的提升。 

 

 

风险提示： 
集成灶渗透率提升不及预期风险；集成灶竞争加剧导致价格战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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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并进行交易，还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投资银行服务或其他服务。 

本报告仅向特定客户传送，未经华安证券研究所书面授权，本研究报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任何形

式的拷贝、复印件或复制品，或再次分发给任何其他人，或以任何侵犯本公司版权的其他方式使用。如欲引用或转

载本文内容，务必联络华安证券研究所并获得许可，并需注明出处为华安证券研究所，且不得对本文进行有悖原

意的引用和删改。如未经本公司授权，私自转载或者转发本报告，所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私自转载或转

发者承担。本公司并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 

 

投资评级说明 

以本报告发布之日起 6个月内，证券（或行业指数）相对于同期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幅为标准，定义如下： 

行业评级体系 

增持—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5%以上; 

中性—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-5%至 5%;  

减持—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5%以上; 

公司评级体系 

买入—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增持—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中性—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-5%至 5%； 

减持—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%至 15%； 

卖出—未来 6-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%以上； 

无评级—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，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致使无

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。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指数。 

http://ipoipo.cn/

